
本期帮办记者 路艳

《记者帮办》栏目旨在和
读者朋友一起解决关于烟台
房产方面的疑难杂症，解答市
民心中疑惑。如果您也有这方
面的疑问，请拿起手中的电
话 ，拨 打 记 者 帮 办 热 线 ：
0535—8459745，我们将竭诚
为您服务。

1、市民刘先生来电：我们家
住在芝罘区的珠玑春都花园一
号楼，2009年交的房，至今未能
办理出房产证，能否帮忙问一
下开发商，何时能给我们办理
出房产证？

烟台市宏丰置业工作人员
陈先生：一号楼是我们单位和
珠玑集团合作开发的，珠玑集
团一直未按要求提供相关的办
证资料，所以房产证办理事宜
拖延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尽快
协调解决此事。

2、市民刘先生来电：我们家
住在莱山区新星北街的付一
号，现在付一号至付六号门前
的路都被堵上了，给我们的出
行带来很大不便，我们老两口
上年纪了，平时出门都难，能否
帮忙问一下？

黄海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邢女士：这一片区的确归我
们管理，但是如果是因为拆迁
搞建设而造成的道路被堵，我

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这边有包
村服务人员，具体情况可以让
他 们 自 行 联 系 一 下 ( 电 话 ：
6885681)。

3、市民牛先生来电：我们家
住在柏林春天四期，请问天然
气开通是要等房子验收合格之
后，还是先通了天然气再等房
子验收呢？请问我们四期业主
什么时候能通上天然气？

烟台新奥燃气(管道天然气)

公司：天然气开通与房子验收
无联系，柏林春天四期的天然
气工程已经结束，由于开发商
的路面工程尚未结束，无法组
织验收，目前通气时间无法确
定，详细情况可以咨询开发商。

4、市民王女士来电：我们家
住在福山区永达街与聚福路的
交会路口附近，该路段污染严
重，我们每次上下班经过时，都
能闻到刺鼻的臭味，我们担心
这种环境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
危害，能否帮忙反映一下，给我

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烟台市环保局：福山区环

保局正在按照山东省环保厅
及烟台市环保局的要求开展
环保违规项目清理排查，对清
理排查活动中发现的未经环
保审批、批建不一、未经环保
验收擅自投产及环保治理设
施不正常运转、超标排放 (废
气异味、粉尘、噪声、废水等 )

等问题责令限期整改，清理整
顿 活 动 将 于 2 0 1 5 年 5 月 底 结
束。届时，福山的空气质量将
进一步提升。

5、市民邹女士来电：2006年
我父母去世，留下一套房改房
给我，2014年11月我在公证处办
理了继承手续后，将房子过户
到了我的名下。今年我想将这
套房子卖掉，请问需要缴纳哪
些税？

烟台市地税局：个人对外
出售住房，需要缴纳营业税及
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营业税：根据财税 [2015]39

号《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
业税政策的通知》，个人将购买2

年以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
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根据国税发〔2005〕172号第
四条：个人将通过受赠、继承、
离婚财产分割等非购买形式取
得的住房对外销售的行为，其
购房时间按发生受赠、继承、离
婚财产分割行为前的购房时间
确定，其购房价格按发生受赠、
继承、离婚财产分割行为前的
购房原价确定。

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
自用五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夫
妻双方)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
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您在提交的问题中没有说
明房产的具体情况及您名下是
否还有别的住房，所以具体请
参照上述文件缴纳相关税款。
若有不明，请拨打地税咨询电
话12366-2。

宝宝龙龙城城市市广广场场汽汽车车研研讨讨会会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面对经济大形势，汽车行业
该如何发展，将面对怎样的挑战
与机遇，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9

日下午，由宝龙城市广场特别赞

助的2015中国(烟台)“车界新起
点”研讨会召开。会上，来自行业
协会的专家、汽车经销商们就汽
车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更

好地发展进行了探讨。
“2015年的汽车行业不容乐

观，也许是汽车4S店老板、员工、
汽 车 配 件 商 们 最 为 困 难 的 一
年。”会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
秘书长、有形市场分会会长苏晖
感慨地说，受宏观经济不景气、
汽车互联网电商等多种因素影
响，这一年的竞争将异常惨烈，
挑战大于机遇。

面对行情的惨淡，销售量的
下滑，如何转变成为摆在不少汽
车4S店老板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今年也将是大调整、大变化、大
创新的一年。”苏晖介绍，现在的
汽车市场已经进入汽车后消费
时代，商家不能只盯着汽车，而
要更多地关注人车生活，将汽车
与市民生活融合在一起，提供更
多充满生活气息的服务，比如建
立汽车俱乐部等。

苏晖介绍，所谓汽车后消
费，主要涉及二手车市场、维

修、养护、润滑油更换、汽车金
融保险等汽车背后的很多服务
内容，除了销售车辆之外，这些
背后的消费都是机遇，都可能
成为利益增长点，都值得挖掘。

业内人士称，在当前的经
济形势下，企业需谨慎投资，更
要关注时事政治，因为很多政
策性的信息都是从新闻报道中
流露出来的，行业政策的出台
关乎行业发展。

研讨会现场，参会的各品牌
商家负责人也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并就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如
何转型应对经济新常态进行了
讨论。

另外，本活动感谢宝龙城
市广场的大力支持。宝龙城市
广场，1 7万平方米一站式生活
中心，是宝龙地产面向山东地
区的标杆力作，是宝龙进驻烟
台市内六区的首个综合体。项
目 择 址 烟 台 重 点 区 域 黄 金 路

段，潜力无限。城际铁路全线通
车，烟台南站就在眼前，莱山宝
龙城市广场将直接受益莱山新
城崛起的发展红利，升值前景
不可估量。

宝龙地产(HK. 1238)，中国首
家在香港上市的商业地产企业，
专注于开发及经营高质量、大规
模、多业态的综合性商业地产项
目。布局全国26个城市，55个物业
项目。

莱山宝龙城市广场，1 7万
平方米一站式生活中心！

20-200平方米宝龙旺铺，
迎春大街成熟商圈，坐享5 0万
人流。1 0 0 - 1 2 9平方米宝龙住
宅，1 7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之
上，举步即繁华。4 . 5m挑高so lo

公寓，中心小户型，办公投资自
住都赚钱。

咨询热线：0535-8200000

项目地址：莱山迎春大街
与金滩东路交会处东南

购购买买学学区区房房，，要要考考虑虑五五大大因因素素

专刊记者 刘杭慧

烟台学区房温度一直不减，且随着芝罘区全面禁止择校而变得
更为火热。买房是一项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巨大的事情，因此一定要
理性，在买房时，一定要考虑五大因素。

一、衡量自身经济实力

量力而行

住宅是大宗商品，买房对于
多数家庭来说，本来就是一项巨
大开支，而且有的名校学区房价
格普遍偏高，这就需要欲购买学
区房的家长具备一定的经济实
力，但对于很多工薪阶层，对一
个靠工资吃饭的三口之家来说，
是不小的经济负担，虽然现在贷
款利率和门槛都降低了，但还是
要理性，要思虑周全再出手，不
要不顾一切背上沉重的财务负
担。

业内人士建议家长可将目
光锁定学区内小面积的二手房，
即使单价偏高，总价也能承受，
将来出手也比较容易。

二、入学规则易变

谨防风险

家长们在购买学区房之前，肯
定都会甄别这个房子是否在某学
校划片之列。对于一些新建小区来
说，业主往往参照临近楼盘的划片
范围，但要注意，在同一个区域内，
隔着一条街道，可能就划分在不同
的学校。

还有，学区划分和入学规则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买房时该
校规定落户两年就能就近入学，如
今可能变成了五年，等您孩子上学
时条件又有可能变了；购房时物业
在学校地段内，入学时有可能被划
出地段。购买学区房的风险不是孩
子家长所能驾驭的，所以在选购学
区房时要谨慎防范风险。

三、把握好房产证办理

和落户时间

从看房开始算起，签约、贷款、
过户……这一系列程序都需要一
定的时间。通常来说，公积金贷款
从选房到过户再到落户大约需要
50天时间，商业贷款大约需要30-
40天，全款则需要不足半个月时
间。因此，一定要保证在学校招生
登记前办理完落户手续，保证孩子
能按时入学。

还要特别注意一点，有的人在
购房时只注意到前业主的户口已
全部迁出，等到自己的孩子要入学
时却发现前业主的孩子还在学校
就读没有毕业，按照有的学校要求
的“一户一人”的规则，购房者的子
女可能与名校失之交臂。

四、学校情况是动态的

要综合衡量

学校的教学条件是动态
的，不会一成不变。比如，一些
学校几年前还是默默无闻，几
年后教学育人的质量提高很
快，再过几年很可能就变成家
长趋之若鹜的名校了。有的学
校名声在外，在校与校的竞争
中进步不快，几年后就落后了。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也得防范，
有的小学和初中被企业收购后
变为私立学校，学校的体制变
了，入学的规则也会相应发生
变化。这些变化对孩子教育和
学区房的价值都会有影响。所
以在购买学区房的时候要综合
衡量学校教学条件。

五、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杜绝盲从

每一所成名的学校都有自
己的办学特色，这种特色只有
符合了你的孩子的特长或者发
展方向，这所名校才有价值。

有家长认为，花大价钱买
学区房就是为了孩子能与家庭
背景好的孩子做同学，编织一
张优良的社会关系网，但如果
你的孩子在同学中感到自卑，
丧失自信，进而厌学，造成更坏
的影响，岂不事与愿违。

所以名校虽好，但不一定
适合你的孩子，在选购学区房
时一定要结合自己孩子特长和
性格，选择适合的学校，适合的
学区房，切记不要盲从。

9日，由宝龙城市广场特别赞助的“车界新起点”研讨会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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